
根据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海晏兆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达成的的债权转让安排，中
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将对其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享有的主
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海晏兆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海晏兆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特此联合公
告通知与该等债权有关的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包括但不限于清单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下列债权及其相关权益已转让的
事实，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即向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海晏兆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海晏兆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一八年十月十一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17年 9月 2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的利息

及其相关权益，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2.若借款人和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
名、合并、分立、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破产、清算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民事责任。

3.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以及其他连带清偿责任人。

公 告 清 单 （单位：人民币元）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海晏兆升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借款人（主债务人） 贷款本金（截至 2017.9.21） 合同编号 担保人名称（次债务人）

1 上海鑫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8,872,613.2 （2014）沪银贷字第 731331140017
上海江瀚实业有限公司、 黄浦腾、
黄胜霞、上海星弘实业有限公司

2 上海鑫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29,504,937.4 （2014）沪银贷字第 731331140019
上海江瀚实业有限公司、 黄浦腾、
黄胜霞、上海星弘实业有限公司

3 上海鑫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31,785,526.49 （2014）沪银贷字第 731331140020
上海江瀚实业有限公司、 黄浦腾、
黄胜霞、上海星弘实业有限公司

4 上海鑫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34,067,071.6 （2014）沪银贷字第 731331140018
上海江瀚实业有限公司、 黄浦腾、
黄胜霞、上海星弘实业有限公司

合计 114,230,148.69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拟对上海麦格茂置业
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 截止 2018年 9 月 30 日，该债权总额为 5,200万
元，余献昆、陈丽丹提供个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余献昆拥有的上海麦格茂
置业有限公司 70%股权为信托财产，抵押物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上海
五角世贸商城 97,612.36㎡商铺及办公楼，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
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的条件 ，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
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
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1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1天，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

上海市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周先生、王先生 联系电话：021-52000839、021-52000827
电子邮件：zhoujianping@cinda.com.cn；wangliang2@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 1399号信达大厦 24-25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1-52000809;021-52000836
对排斥、 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quhaijuan@cinda.com.cn;

huangwenbi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

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 www.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2018年 10月 11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拟对上海麦格茂置业

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 截止 2018年 9 月 30 日，该债权总额为 43,387.5
万元，大自然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余献昆个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抵押物为上海市浦东新区惠南镇上海五角世贸商城 41,118.31㎡商铺及
办公楼。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的条
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
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30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30天，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

上海市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周先生、王先生
联系电话：021-52000839、021-52000827
电子邮件：zhoujianping@cinda.com.cn；wangliang2@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北京西路 1399号信达大厦 24-25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1-52000809;021-52000836
对排斥、 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quhaijuan@cinda.com.cn;

huangwenbi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

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 www.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

2018年 10月 11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我分公司拟对余姚市正荣机械配件厂、浙江索亿炊具有限公司、宁波使安纳照明电器有限公司、余姚市科星
毛绒制品有限公司、宁波奇亚诺纺织品有限公司五户债权进行组包处置，处置方式为公开竞价等。截至公告日，该 5

户债权本金余额合计 130470608.47元， 抵押物涉及宁波、 上海、 安徽等地区， 有意向者请登录华融网站（www.

chamc.com.cn）中的处置消息栏查询详情。

交易条件为：要求买受人信誉好，需一次性支付转让价款并可承担购买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
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

公告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止，如有购买意向请在公示有效期内以书面形式提出。公告期内
同时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杨女士 联系电话：0571?87837988 传真：0571-87836734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汪先生 0571-87836736 联系地址：杭州市开元路 19-1，19-2号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 10月 11日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上海宏大拍

卖有限公司遗失:

?文物拍卖许可

证” 正副原件，沪

文物拍字 （2016）

第 06020号。特此

声明。

遗失声明

2018年 9月 28日，以“赋能汽车技

术革新，引领绿色智能发展”为主题的上

汽大通智能道路作业车封闭道路测试启

动仪式， 在上海临港智驾场景测试园区

举行。 上海市路政局等相关合作单位也

出席了道路测试启动仪式。 上汽大通

EC500i 智能道路作业车在测试区域展

示了主动避障、自主转向、泊车、信号识

别、吸尘作业等丰富功能，为上汽大通卓

越的智能科技与绿色魅力背书。

作为国际化大都市， 上海城市市政

是国内城市建设、管理的标杆。随着智慧

城市、智能交通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

市市政的作业范围不断扩大， 城市对环

境进行维护、清洁的需求不断提高，而同

时市政环卫等公用事业作业人员招聘难

度不断加大， 给市政类新能源智能道路

作业车的应用带来了机遇， 成为智能驾

驶发展的首类应用场景之一。与此同时，

为治理城市空气污染，国务院发布了《打

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推广使用

新能源汽车， 上海市也成为国内推广使

用新能源汽车领先城市。基于该背景，上

海路政等于 2018年 2月 13日赴上汽大

通就智能道路作业纯电动车辆进行调研

和交流， 介绍了上海道路养护车辆方面

的需求，双方达成共识，上汽大通依托上

汽集团优势资源和领先技术， 研发智能

道路纯电动作业车， 为上海打赢蓝天保

卫战和市政环卫的发展提供支撑。

以建设“全球卓越城市”为目标，秉

承“绿色、生态、可持续”理念，上汽大通

针对城市环卫的使用痛点， 联合上海市

路政局以及国内顶尖环境装备企业，开

发了 L4级智能道路纯电动作业车———

EC500i， 并且实现了商用车行业首次进

行封闭道路测试。 该车型以上汽大通旗

下跃进 EC500车型为基础开发，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的国内首款全智能道路纯电

动作业车， 真正实现了智能驾驶———路

径规划、主动避障、自主转向、自主泊车、

信号识别等智能功能， 并可自主完成垃

圾识别、 智能清扫、 智能吸尘等智能作

业。

此次道路测试场地位于上海临港智

驾场景测试园区， 测试园区是全球道路

场景最全面、更加贴近实际的交通场景。

园区内可模拟最为复杂的环境， 雨雾天

气全覆盖，同时测试项目最为严苛，涵盖

智能网联协同项目， 测试标准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 临港测试园区也是国内首个

全范围覆盖 5G信号、涵盖高速场景和生

产性物流环境的测试区， 是国内唯一可

以在真实商业运行条件下进行测试运行

的区域。 此次道路测试再次推进了商用

车无人驾驶商业化进程。

为了促进智能网联汽车的研发、测试

和示范运行，上海机动车检测中心联合信

通院、临港科技城合资组建了“上海临港

智能网联汽车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以资

本为纽带，实现了传统汽车技术机构与信

息通讯技术机构的跨界融合。合资公司承

担了临港测试区的规划、设计、建设、运营

以及与硬数据研究分析的工作。

作为智能驾驶领域的先驱者， 上汽

大通早在 2013 年就着手定制智能驾驶

技术的发展路线。2017年，为京东研发的

无人驾驶支线物流车成功进行路演测

试。2018年，上汽大通还将推出基于结构

化道路、 定制化场景的无人驾驶商业化

应用解决方案，并逐步拓展到工业园区、

港口等商业应用场景中。 在 2019年，上

汽大通将推出配备高速路自动驾驶和自

主泊车功能的全新产品。

继本次道路测试之后， 三款上汽大

通智能道路作业车将于今年和 2019 年

陆续交付，并应用于上海道路作业场景，

为上海城市环境的运营养护、 打造绿色

智能生活环境添砖加瓦。

支持上海“全球卓越城市”建设，致力于智能驾驶技术应用
———上汽大通智能道路作业车道路测试启动

上汽大通智能道路纯电动作业车道路测试启动仪式现场合影

上汽大通 EC500i智能道路作业车车型照片

美常驻联合国代表闪辞引猜测
“下海”挣钱还是备战2024年大选与特朗普划清界限？

当地时间 10 月 9 日上午，美国总

统特朗普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妮

基·黑莉在白宫宣布，黑莉将于今年底

辞去常驻联合国代表一职。

关于特朗普将任命谁来接替黑莉

出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问题，美

国媒体猜测的人选很多， 其中最热门

的是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和前总统副

国家安全顾问迪娜·鲍威尔。伊万卡在

9 日当天晚些时候通过推特否认自己

将会被父亲任命为常驻联合国代表。

自称早有辞职意愿

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推特上发

布消息称，“上午 10 时 30 分， 在白宫

椭圆形办公室， 我和我的朋友黑莉大

使将有大事宣布。 ”几乎在同一时间，

一些消息灵通的美国媒体已经披露，

所谓大事就是作为内阁成员之一的黑

莉将要宣布辞职。

特朗普在白宫与黑莉正式宣布这

一消息时称， 他决定要举行这样一个

消息发布会， 是因为黑莉对他而言非

常特别。 特朗普披露， 在大约六个月

前， 黑莉就向他表达了自己想要辞去

常驻联合国代表职务的想法， 并将在

今年年底正式辞职。 特朗普赞扬黑莉

是一个非常棒的人， 工作出色得难以

置信，在联合国赢得了各国的尊重。特

朗普表示， 希望黑莉将来能够重回特

朗普政府，“或许换一个岗位”，黑莉的

继任者将在两三周内确定和公布。

黑莉表示， 能为自己深爱的祖国

效力，她感到十分幸运，这个经历将是

她一辈子的荣耀。 黑莉列举了她就任

常驻联合国代表以来， 美国借联合国

平台实现的一些多边外交上的 “成

就”，称“美国再次强大了”。 她还感谢

特朗普及其家人， 希望年底能与继任

者平稳交接。黑莉表示，自己暂无下一

步的打算， 但她特别强调自己不会参

加 2020 年总统选举，将支持特朗普谋

求连任。在谈到辞职的具体原因时，黑

莉强调她的辞职 “没有个人原因”，作

为政府官员“应该放下私心，知道什么

时候让位给别人”。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9 日通过

发言人表示， 秘书长对黑莉大使一贯

出色的合作和支持深表赞赏， 并认为

他们之间的工作关系富有成效， 他们努

力促进联合国与美国之间的建设性关

系，显示出联合国的价值。

任内成“退群”大使

黑莉现年 46 岁， 是印度裔美国人。

她 2004 年当选南卡罗来纳州议员，是南

卡首名印裔州议员，2011 年起任南卡罗

来纳州州长， 是美国历史上罕见的南方

州非白人州长， 同时也是美国最年轻的

州长，2015 年她连任南卡州长。 2015 年

7 月，黑莉顶住各方压力签署法案，移除

在南卡州议会外悬挂的同时具有种族压

迫和南方荣誉象征意义的南方 “邦联

旗”，此举使她成为全美媒体的焦点。 此

事虽然让她受到保守派的批评和抵制，

但更多民众钦佩她的勇气和坚毅。 2017

年 1 月，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黑莉受特

朗普任命，担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黑莉在选举期间曾质疑特朗普的保

护主义立场， 在共和党初选期间并没有

支持特朗普。出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后，黑

莉在多数时候表现得与特朗普的政治倾

向和行事风格高度合拍。 2017 年 12 月，

在联合国大会就耶路撒冷问题投票前，

黑莉威胁将记下反对美国将驻以色列使

馆迁至耶路撒冷决定的国家名单。 在黑

莉就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 19 个多

月里， 美国将驻以色列使馆迁至耶路撒

冷， 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人权委

员会，退出了气候变化《巴黎协定》，退出

了伊朗核协议，大幅削减对联合国的支出

预算，冻结了部分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

民救济和工程处的援助资金，联合国为此

不得不削减了约 13亿美元的预算。

黑莉偶尔也会发出与特朗普不和谐

的声音。 比如在一些女性指控特朗普过

去的不当性行为时， 黑莉表示， 指控特

朗普的人的声音 “应该被听到”。 在特

朗普深陷 “通俄门” 且尚未下决心制裁

俄罗斯的情况下， 黑莉表示美国应当加

强对俄罗斯的制裁。 白宫经济顾问库德

洛为此批评黑莉 “一时糊涂”， 黑莉立

即给予反驳。

辞职原因众说纷纭

黑莉是目前共和党内一颗不可小觑

的政治明星。今年 4 月的一项民调显示，

黑莉是特朗普内阁中民意支持率最高

的官员 ，支持率高达 63%，仅有 17%

的受访者不认可她的表现。 关于黑莉

为什么在成绩突出又受人欢迎的情况

下决定辞去常驻联合国代表一职，美

国媒体分析， 虽然一时很难有完美的

解释， 但是如果基于一些现实情况大

胆假设一下的话，有三个可能的原因。

一是在特朗普越来越相信立场强硬的

国务卿蓬佩奥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博尔顿的情况下， 相对温和的黑莉

感觉自己被边缘化了。 第二个原因是

黑莉想“下海”挣点钱。黑莉从政多年，

收入不高，2015 年她的家庭年收入仅

17 万美元。 她要负担一个上大学的孩

子，另一个孩子即将上大学。她的家庭

还需要持续偿还 100 万美元的抵押贷

款和一些债务。 第三个原因是黑莉想

要在 2024 年竞选总统。如果特朗普能

够在 2020 年连任，那么 2024 年，一位

曾经在特朗普政府身居要职， 却早早

与特朗普政府划清界限的共和党候选

人，或许是最有吸引力的。

（本报纽约 10 月 10 日专电）

”朗普称会晤有三四个备选地

美国总统特朗普 9 日说，他打算 11

月 6 日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结束后与朝鲜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会晤。 按

特朗普的说法， 美朝双方正在磋商会晤

地点，已有三四个备选地。

特朗普 9 日乘坐总统专机 “空军一

号”前往艾奥瓦州参加一场集会。他在专

机上告诉媒体记者，他正忙于 11 月 6 日

举行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与金正恩第

二次会晤将在选举结束后。前一天，国务

卿蓬佩奥披露， 美朝就领导人第二次会

晤的细节已“非常接近”达成一致。

特朗普 9 日对美朝磋商的进展显现

乐观情绪。 他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告诉

记者：“我们与金委员长关系非常好。 我

喜欢他，他喜欢我，我们关系不错。 ”

按特朗普的说法， 就他与金正恩第

二次会晤， 美朝正在考虑三四个备选地

点。外界推测，备选地点可能包括奥地利

首都维也纳、 瑞士日内瓦或是位于朝鲜

半岛非军事区的板门店。特朗普暗示，这

次会晤不会在首次会晤地点新加坡。

记者问及位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海

湖庄园是否会列入备选地时， 特朗普回

答：“我认为不错，但我们得看情况。 ”

张旌（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将进一步加剧两国矛盾造成地区不稳

土耳其方面 ９ 日表示， 将搜查沙特

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 以调查沙特籍记

者贾迈勒·卡舒吉“失踪”一事。 记者“失

踪”事件持续发酵，折射出土耳其与沙特

两国间由来已久的矛盾， 以及为争夺地

区影响力而产生的利益冲突。

遇害还是失踪，都是个谜

土耳其外交部发言人哈米·阿克索

伊 ９ 日说：“沙特政府说他们愿意 （与土

方）合作，（土方）可以搜查沙特驻伊斯坦

布尔领事馆。”阿克索伊没有提及搜查领

事馆具体时间， 只强调搜查是调查卡舒

吉“失踪”的一部分。

卡舒吉现年 ５９ 岁，先后在中东地区

多个国家采访，为《华盛顿邮报》等多家

媒体供稿。近年来，卡舒吉对沙特政府的

内外政策持不同看法， 逐渐与沙特政府

对立。 土耳其警方正在调查卡舒吉遭绑

架可能性。 警方注意到 １５ 名沙特人在

卡舒吉 “失踪” 当天进入伊斯坦布尔领

事馆。

路透社报道，一周前，卡舒吉被看到

进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 打算去

办理与结婚相关的手续。 他的未婚妻当

时在外面等候。她说，卡舒吉进入领事馆

后“再也没有出来”。

此前，土耳其方面认为“失踪”多天

的卡舒吉在领事馆遇害， 随后召见沙特

驻土耳其大使， 要求沙特方面 “全力配

合”调查。沙特方面声称土方的指认没有

依据，认定记者“活着”离开领事馆。

分析人士认为， 对于沙特记者 “失

踪” 事件， 土耳其政府的处理方式相当

“高调”。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土沙

两国显然没有就记者“失踪”事件充分沟

通并耐心等待相关调查结果， 而是急于

诉诸舆论打嘴仗； 二是土耳其总统埃尔

多安迅速介入， 宣布本人将亲自过问此

事，要求沙特方面“证明这名记者已经离

开领事馆”。

折射两国由来已久的矛盾

记者“失踪”事件迅速发酵，暴露出

土沙两国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 近几年

来， 两国之间的地区大国地位之争日趋

明显， 且都把对方视为各自成为地区大

国的主要障碍之一。

特别是去年以来， 在卡塔尔断交风

波、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叙

利亚内战和对伊朗制裁等诸多问题上，

土沙两国均持不同立场。 此次记者 “失

踪”事件，可能进一步加剧两国间矛盾。

一名记者的失踪让有关国家的关系

遭受强烈震动， 再一次凸显中东局势的

复杂性， 也不能排除将会引发更大政治

风波的可能性。

土耳其和沙特都是中东地区重要国

家，两国关系无论向好还是向坏，都会对

地区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从整个中东地

区的形势看，沙特记者“失踪”事件也表

明，相关国家关系复杂，中东地区要实现

全面和平与稳定，注定是一个漫长过程。

现阶段，卡舒吉“失踪”触发多方关

切。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真相有待查明，

他“不喜欢”涉及卡舒吉境况的那些“不

好说法”。

欧洲联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莫盖里尼 ９ 日说，欧盟希望“全面调查”

卡舒吉“失踪”一事，呼吁沙特政府对所

发生的一切做到“完全透明”。

（据新华社北京 １０ 月 １０ 日电）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 贾泽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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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在白宫与黑莉握手告别。 视觉中国


